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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薊

年貨記憶

世界各地公墓面面觀

木框、鋪上洗淨打濕的布塊，將豆腐花舀到木
框裡，水會往下流出來，而豆腐花則沉積其
中，待水流得差不多了，將布塊平平包住，先
壓上一塊與木框內徑相同的木板，再加壓幾塊
石頭。等到沒水流出來了，揭開木板和布包，
用刀切割成塊狀或片狀，又白又嫩的豆腐就做
成了。做好的豆腐，根據需要，或炸或煎，或
燉或煮，悉聽尊便……
除了這些，臨近年末，父母還得七拼八湊一
點錢，買上一兩斤豬肉，有時還會買點帶魚之
類，就可以高高興興、團團圓圓過大年了。
那時，國家物產匱乏，我家極度貧困。別說
山珍海味，即便今天看來，十分普通的水果，
也可望不可即。我是 12 歲那年，跟隨響應政府
號召的父母移民閩北山區建陽的。依稀記得，
在莆田時，有一年春節，按莆田的風俗習慣，
正月初一我們優哉游哉、又蹦又跳出門「遊
春」。當我和兩個雙胞胎弟弟來到同村一個少
年朋友家中時，但見他家廳堂正中一張「八仙
桌」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供品」。記憶猶
新、沒齒難忘的是，其中一盤金黃金黃的橘
子，不單吸引眼球，而且令人垂涎。我擔心弟
弟嘴饞，讓人笑話，不敢多作停留，藉口要去
其他朋友家串門，拽住兩個弟弟的手，趕緊從
他家廳堂退了出去。其實，我自己嘴裡也溢滿
了口水……
在與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裡，我不曾買過任
何年貨。我第一次買年貨，是 40 年前的事。
1977 年 6 月，我由連隊文書提拔為排級軍官。
1978 年春節前夕，分得幾張購買年貨的票證。
當年，商品供應極度匱乏，國家為了保障供需
平衡，對城鄉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
應——按人口定量發行糧票、布票、油票、魚
票、肉票、糖票等專用購買憑證，這些憑證通
稱為「票證」。任何公民，沒有相關票證，就
算你有錢，啥也買不到。那時的我，雖然是個
快樂的單身漢，但還是很珍惜這些定量供應的
年貨票證。
當我按照票證上指定的日期，從九江市大校
場營區來到九江軍分區「軍人服務社」時，出
現在眼前的是一大群排隊購買年貨的軍人或家

小年的頭天晚上，吃過了晚飯，剛收拾完
畢，老伴就建議：明天開車出去買年貨。聽了
這話，女兒笑着說：都什麼年代了，物產豐
富，市場繁榮，東西隨時都有得買，何必急着
買年貨呀。女兒話音剛落，我也「幫腔」幾
句：如今好日子，天天都過年。很多東西，以
前有錢買不到，而今就怕沒有錢。話雖這麼
說，可還是勾起我對年貨的絲絲記憶。
年貨，顧名思義，就是在過年之前，慷慨解
囊、想方設法購買某些平常時候買不到、難得
買的物品。我理解，但凡與過年有關的物品，
都可以稱之為年貨，或者說都算是年貨。
年貨如同社會，也在「與時俱進」。五六十
年前，年貨很簡單。記憶中，小時候在出生地
莆田，每到春節前，父母除了為我們兄弟幾個
做一身廉價新衣、買一雙便宜新鞋，便是想方
設法，準備若干黃豆、糯米、紅糖等，以便做
豆腐、包紅糰。父母可謂「心靈手巧」。就拿
做豆腐來說，黃豆浸泡一個晚上後，父親扶住
「丁」字形磨推子，雙手一屈一伸，持續推
磨；母親不時往轉動的磨盤「洞眼」裡添加豆
子。當經過浸泡的黃豆磨成液態粉漿後，吊上
一個約 80 厘米的木質十字架，用密度較大的白
色紗布與之緊接，形成柔軟的「過濾包」，把
粉漿倒入「包」中，連搖帶晃，進行過濾，使
豆渣和漿汁分離。爾後，把漿汁倒進大鍋裡。
父親在灶下續火，母親在灶上操作，我們在一
旁觀看。當漿汁猛火燒開後，「停火」一段時
間。隨着溫度下降，鍋裡燒開的豆漿表面開始
結皮，結到有點皺褶時，母親先是用嘴吹一
吹，繼而以拇指、食指、中指三指配合，在皮
面上輕輕「捉拿」一下，如果皮不破裂，說明
厚度適中，便用一支筷子，從皮下穿過，把整
張皮從鍋裡提起來，插到一邊晾乾後，就成了
「豆腐皮」，留着正月裡來了客人「煮點心」
用。「提取」過幾張「豆腐皮」，便將豆漿從
鍋裡舀到缸裡，稍微涼一涼，點上適量滷水。
只見母親一邊小心翼翼點滷水，一邊用水瓢輕
輕攪動。同時，睜大眼睛觀察豆漿的變化。當
豆漿變「腦」，生成一朵一朵豆腐花，與清水
「互不相容」時，在桌上擺好壓豆腐的正方形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春節臨近，人們忙着置辦年貨，選購福字或
春聯，喜迎佳節。
新華社
屬。憑票供應的年貨，從品種到數量都不多。
記得其中有兩瓶四特酒、幾包大前門香煙、一
斤白砂糖，外加幾両黃花菜、金錢菇等。參軍
入伍前，我在閩北山區生活了幾年，上山採過
香菇，品質好的香菇，「腳」短而「肉」厚。
可是，當時供應的金錢菇，直徑及厚度，都與
當下流通的一元硬幣差不多，而「腳」卻細長
細長的。看到這樣的金錢菇，我嘴上沒說什
麼，心裡卻在嘀咕：這樣的香菇，能有多
「香」？
後來，我成了家。平常時候，採買之類的
事，多由妻子負責。不過，每逢春節，我也少
不了為年貨發愁——不是兜裡沒錢，而是物品
匱乏。1990 年初，我和妻子同時從江西九江調
回福建建陽工作。那時，票證時代雖然結束
了，但物產還不夠豐富。因為臨近春節，考慮
到儲存「年貨」需要，一台用了多年的舊冰
箱，也捨不得送人，而是千里迢迢，隨車運回
福建。到了建陽，剛剛住進戰友老呂幫助在建
陽軍分區大院內租到的房子，顧不上其他家
務，第一件「大事」，就是夫妻雙雙走上街
頭，多多益善購買年貨——從冰凍雞、冰凍
鴨，到冰凍墨魚、冰凍豬蹄等，買了不少，把
整個冰箱塞得滿滿的。似乎這樣，心裡才踏
實，才算是豐盛。
時代不同了，經濟發展了。隨着國家步入初
步小康社會，城鄉居民物質生活水準不斷提
升，一個最為直觀的現象，就是從城市到鄉
村，從平時到年節，各類商品，應有盡有，琳
琅滿目，任意挑選。不論是官是民，只要不差
錢，除了法律禁止的，比如國家保護的野生動
物之類，想買什麼，就買什麼，要買多少，就
買多少。不僅如此，消費者真正成了「上
帝」，春夏秋冬，逢年過節，不怕買不到東
西，就怕你不想買呢。

話說巴西桑托斯「公教紀念
公墓」設備齊全，當中除了安
置骨灰甕、棺材的房間以及用作
家庭墓地的空間之外，尚有地下
墓穴、守靈室、火化場、小教
堂、車輛博物館等等，在樓頂上
還有一間小食店；公墓周圍為一
大片花園，當中包括森林及瀑布
景觀，每一樓層俱設有編號分
區，當親屬乘電梯到達此一樓層
時，棺木 已 等 候 ， 當 中 可 容 最
多 150 個墓葬，配有高度通風系
統。
與很多歐洲國家類似，此一墓
葬空間只供租用而非購買，就在
三年之後，當遺體分解時，就會
轉移到此一建築的骨灰甕；桑托
斯其實不缺空間，故此空間效率
並非真正的限制因素，然而，
「垂直墓地」已在空間效率極其
重要的世界各地出現了。
且說在以色列城市特拉維夫就
有新規定，限制當地的民眾購買
戶外墓地；而雅肯公墓（Yarkon
Cemetery）現正修建可容納 25 萬
個墓葬的高層建築；在初期猶太
人的極端正統派對此建築抱懷疑
態度，然而，其後當地的拉比宣
佈，建築符合教規；其實在建築
中有很多裝滿泥土的管道，從而
讓每一層的死者仍可與大地有所
聯繫。
就在 2011 年，查德拉瑟加．維
爾 摩 胡 甘 （Chandrasegar Velmourougane）與同事費列特．霍
馬立克（Fillette Romaric）就在巴
黎設計一座垂直墓地，墓地面積
為長寬各 25 米，假若採用土葬，
最後可容納200人，但假若將死者
葬於多層建築的話，則可容納
1,480人。

事實上，那是不尋常的安葬方
式，或者可賦予死亡某種 21 世紀
的元素，維爾摩胡甘遂有此說
法：「在設計建築之時，每一個
埋在墓地的死者，親友俱可將紀
念木條放置在建築物外牆，就在
死者周年紀念日，相應的木條就
會亮起，展示在周圍環境中存在
的一種方式。」
當然，亦有一些出於實際而必
須考慮的因素，或者與死者安息
的想法很不一致；倫敦市政公墓
就已着手於一些墓穴的再利用，
但卻不必打擾遺體，事實上，倫
敦公墓非常有遠見，很多舊地俱
為6人設計，其中一些墓地挖掘得
很深，那就可應用於兩次葬禮。
比如說，倫敦就有維多利亞時
代的墓地，早已長滿荒草了，墓
碑卻不斷提醒人們，終有一天，
死者的親友俱會死去；如果死者
長埋地下，就在幾個世紀之後，
死者的遺體終於會爆滿，「垂直
公墓」可能會變成廢墟了，要維
持此一系統的唯一方法，就是回
收，然後再利用墓穴；至少就倫
敦而言，要讓民眾接受先人的墓
地被挖掘，猶有很長的路要走，
甚或指向違法行為。
墓地管理人員有此說法：「雖
然可在 75 年未經使用的情況下，
挖掘再利用舊墓地，但對那些並
非安葬在土裡的垂直墓穴而言，
規定並不適用；將墓碑全部清
理，再建造公墓似乎很簡單，但
挖掘再利用墓地更為優先舉
措」；人們都認為那是紀念祖先
的美好方式，安息在風景寧靜之
地方，皆因他們並無在普通公墓
中佔一席位置。

生活點滴

沉醉於喜慶的元宵節

詩畫禪心（七十四）
半 啟 柴 扉 曉 ，

東 風 昨 夜 狂 ，

樹 頭 花 落 盡 ，

素仲配畫
甲午秋日

元代高僧釋英詩（之一）

滿 地 白 雲 香 。

元代高僧釋英（之一）

元宵節，也稱「上元節」。孩提時，最
喜歡賞燈，我們將元宵節的花燈稱作「迎
上元燈」。
歷來，世人都將元宵節視為春節的收尾
一天，踏着春之旋律，捎着春的信息，過
完元宵節後，熱鬧活躍的節日生活就告一
段落。因為過完節，大家都得收心開始工
作了，農人該下地春耕，城市人該上班，
而所有城鄉的孩子也該上學。
每年「迎上元燈」，都是孩子心中最幸
福的時刻，城裡城外，大街小巷，家家戶
戶的孩子在夜晚來臨時，都會提上自己的
燈籠出來溜達。燈籠分為簡單的圓燈籠、
魚燈籠和花燈籠……每位小朋友都在心中
暗暗較勁，比畫誰的燈籠更漂亮、更精
美。如果能擁有一個別樣的燈籠，就會吸
引小夥伴們歆羨的目光，這的確是非常讓
人驕傲的事情。
燈如海，花如潮，歡天喜地度良宵，火
樹銀花不夜天……那時的我，買個燈籠都

乬乬
乬乬乬乬乬
乬乬
乬乬乬乬乬
乬乬
乬乬乬乬乬
啟悟隨筆

釋英（生卒不詳）著作有《白雲集》三卷，收錄詩作一百五十首。高僧釋英
肯定是一個愛花之人。此詩中的「樹頭花落盡，滿地白雲香」，是如此美麗的
落花詩。另外一首又有「風吹花落地」之句可見詩人愛花、惜花、憐花。對滿
地落花懷着深情，即使花落了，但仍留滿地香。頗有陸游詞「零落成泥碾作
塵，只有香如故」之意境。但禪詩一定別有含意，即使落花也能給我們開悟，
有用的生命即使完結了仍奉獻餘香。但這「滿地白雲香」的白花是什麼花？是
白梅花吧！

時常聽人說，有的人去世了，但仍活着；有的人仍生存，但如已死。
生命倘能在離開仍留下餘香，那就不枉此生了。無須是什麼大人物，或
是作出大貢獻，只要把自己責任做好，把工作做好，把身邊需要照顧的
照顧好。有情有義有始有終地去走人生路，那也不枉一生了。

絲路詩絮

■ 拉．阿利莫夫

北京之靈

（塔吉克斯坦）
宋紅 譯

超級北京，廣告兇猛，
霓虹閃爍，霞蔚雲蒸；
民宅胡同鎖歷史，
聽聞京城脈動聲。

在京城，食無慮，寢不憂，居有所；
在北京，享生活，有關愛，好心情；
美夢中你回到青春年代，
東方神仙帶你逍遙天宮。

皇家宮宇，氣勢恢弘，
智者教人向善，百姓深諳世情；
悠悠天地自在，
朗朗乾坤澄明。

北京無處不歷史，
皇城石獅吐真情；
庭院曲折通幽處，
恍若兜率廊中行。

笑對生死，直面庸碌，
總有喜宴招搖，不乏珍饈佳餚；
爆竹噼啪驅惡鬼，
迎來吉祥安寧聲。

吾發宏願胡同常留北京，
悠久傳統得傳承；
珍惜北京如同珍惜心臟，
就像對待生命中最寶貴的愛情。

白晝賞燈非奇事，
四海高朋聚京城；
好客首都聚賢達，
管你東西南北中。

■葉 輝

得仔細挑選，為了一個滿意的燈籠，而費
盡心思是常有的事。每一次買燈籠，手裡
緊緊攥着嶄新的壓歲錢，在燈籠攤位前猶
豫不決：一般的燈籠，怕被小夥伴比下
去，好看又有新意的燈籠，往往非常貴，
擔心壓歲錢全部花光。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
頭，人約黃昏後。」 歐陽修的一闋《生查
子．元夕》，屬於燈籠最濃墨重彩的一
筆。元宵吃過晚飯，孩子們就期待着天快
點黑，好出門「迎上元燈」。天剛暗，就
看見街頭有小小燈籠亮起，於是每家每戶
的孩子，都迫不及待地跑出門，街頭巷尾
瞬間亮起無數燈籠，小夥伴們開始提着燈
籠走街串巷，男孩大聲吆喝唱着歌，女孩
則羞澀地竊竊私語。夜幕中，我們享受着
「迎上元燈」的快樂，可以用「心花怒
放」來形容。造型別致的各式綵燈五光十
色，熠熠生輝，競相媲美，讓人眼花繚
亂，目不暇接。那形神畢肖的金蛇燈宛如

■ 人魚徐

祥龍，昂首擺尾，翻騰纏繞，起伏有致，
讓人不禁心生「豐稔龍年留喜氣，小康蛇
歲溢春潮」的喜悅。
這時候，放煙花，燃鞭炮，逛廟會，賞
花燈，看大戲，猜燈謎，品小吃，同樣是
元宵節的喜慶方式，堪稱民俗文化的大
餐，舞龍燈、耍獅子、扭秧歌、踩高蹺、
划旱船、唱大戲、說相聲、變魔術、玩雜
技，塞外腰鼓、陝北民歌、山東快書、揚
州評彈、江南絲竹、京劇越劇昆曲黃梅
戲……你方唱罷我登場，吹拉彈唱，盡情
歌舞，激情四射。
當然，孩子們絞盡腦汁的壓軸大戲是猜
燈謎，這是鬧元宵的經典節目。商場中，
一張張寫有燈謎的紅紙條掛滿大廳，猜謎
的人裡三層外三層，擠得水洩不通，小夥
伴們或翹首默想，或低頭沉思，個個凝神
蹙眉，絞盡腦汁，力爭射中。如今，數十
年過去了，元宵節的快樂仍留在記憶中，
難以忘懷。

豆棚閒話

■ 曾卓然

巡禮：一種書寫儀式

曉文在大學時代就是我們同學之間最好的
一位小說作者了。畢業後對她的寫作一直沒
有中斷關注，也很慶幸她能在香港以全職寫
作者為事業。對她的寫作當然喜歡，也多次
和她談過，最近卻發現竟一直未有把想法好
好寫出來。她的自然書寫系列已經來到第三
本，由畫花草到動物，繪寫的方向也愈來愈
清晰了。
葉曉文的新書《尋牠》寫的是香港的動
物，讀者總能從她的繪畫中得到喜悅，因她
畫的動物實在太可愛了！她到底是一個溫暖
而善良的人，從畫中常帶暖的用色就可感覺
得到，那些在野外的日子，日光映照下的溫
暖。而且所畫的動物都帶有善良的眼神，說
那是動物的眼睛，不如說是作者對眼前動物
關懷的投射。葉曉文的書聲色俱美，但除此
以外，她的書寫還有更重要的概念性特質需
要說明。
葉曉文的書寫過程帶有儀式性的特質，我
稱她為一種「巡禮式書寫」。巡禮在日本文
化中有它的獨特意義，而為了方便說明，我
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有特定目的的旅行，
或許是回到某一個地方，也可以是為了追尋
一些東西而作一系列探索。而此一旅程，往
往帶有儀式性，意思就是旅行中有必須完成
的事情，必須到達某一個地點。
葉曉文的巡禮，就是對香港山野的巡禮。

—說葉曉文與《尋牠》
曉文說她所畫的動物，必須是她親眼所見才
能畫能寫；這在互聯網大量複製的時代，實
在是不可思議。她的寫作不同於戶外寫生隨
行隨畫，因為這樣見到什麼就畫什麼反而可
能更隨意輕鬆。她會先選定希望尋覓的動
物，了解其習性和棲息地，然後再出發尋
訪，這樣的旅程，自然不是每一次都有收
穫，這樣的巡禮注定就是一次修行式的旅
程。她自言這些是她寫作的「隱藏規則」：
「不願紙上談兵，只有親身觀察，才能寫出
情感真切的文章。」所以聽她講追尋動植物
的故事，往往患得患失，動物難尋，尋見了
想拍照，卻跑得飛快，一轉眼就不見了，實
在放棄追尋了，牠卻忽爾在眼前。最後我們
看到的是一張對焦模糊的照片，但在曉文眼
中卻是鮮活的經驗。
葉曉文的書寫和一般的圖文繪本不同，文
字帶有強烈的行記性質，會詳細記錄登山涉
水的發現過程，追求與動物「初見」的印
象，而非欲求典型完美的標本品相，也不是
非要記錄珍貴難尋的動物，就是野貓野狗，
只要有緣，也為牠們畫下畫像。這就和一般
「博物學寫作」或者收藏者的慾望不同，並
非在追求物種分類完整，或是把所有動物都
收集一番，而是記憶一段時空之下與動物的
交往。她的作品不僅是視藝與文藝的結合，
更在個人情志的表達與帶有科學精神的考察

之間取得平衡。曉文並不是在追求「典
型」，她的繪寫追求的是更加流動的創作過
程，在巡禮中，和動物相遇相處，繪畫在寫
實的基礎上投以感情，記錄當下；亦發揮文
字善於敘寫時間變化的長處。葉曉文建立了
一種專屬於她的創作模式，找出了屬於她的
聲音，從尋花到尋牠，花鳥蟲魚，不亦樂
乎。

■《尋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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